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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包括网络技术尧通信技术尧电视广播技术与传媒技术尧报刊杂志尧板报橱窗等在内的农业传播技术进行了简单介绍袁并总
结了其在农作物新品种推广中的应用袁以供相关人员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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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离不开农作物新品种的种植生产袁只有将农

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袁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袁

作物新品种及其配套栽培技术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传播

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遥杂志是指有固定刊名袁定

给农民袁使之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袁才能促进农业发展遥本

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袁用卷尧期尧号或年尧月为序编号出

文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通过运用农业传播

版遥其中袁定期出版的又叫期刊遥

技术的各种方式手段袁宣传并推广本单位的各种作物新品

1.5 板报橱窗

种尧新技术袁为当地农业增产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带

板报作为一种小范围内的宣传工具袁有着其自身独特

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说明农业传播技术在农作

的性质和意义遥它展示给农民丰富多彩的传播内容袁为农民

物新品种推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所了解和学习曰同时袁其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感召和影响着周

1 农业传播技术简介

围的人们袁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引导力袁对我国新时期农业

农业传播技术是指农业技术的传播渠道袁是将研究场域

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遥橱窗主要是利用玻璃窗来展览尧展示

设定在农村和农业这个范围袁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农民和与农

图片尧文字等的设备袁形状像橱而较浅遥其通过设置玻璃橱

民相关的农业推广人员或农村发展工作者遥常用的农业传播

窗袁对所传播的信息进行科学分类袁有目的地选择袁并经过

技术有宣讲尧参观尧咨询尧报刊尧板报尧图书尧杂志尧广播尧电

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精心布置袁以达到富有装饰性和整体美

视尧通讯尧网络遥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离不开各种传播媒介袁

感的审美效果袁借以促进宣传和传播遥

尤其在信息时代袁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传播媒介品种多样

2 农业传播技术在农作物新品种推广中的应用

化袁而且使媒介的传播功能更强大尧传播效率更高遥现代农
业传播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遥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创建于 1950 年袁随

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推进袁目前形成了以大豆尧向日葵尧蓖麻尧

1.1 网络技术

互联网的英文名称是 Internet袁也叫因特网袁主要目的

花生尧芝麻尧谷子尧小麦尧高粱尧玉米尧中药材尧核桃等作物为
主的研究领域遥为适应我国野十三五冶期间全面建设小康社

是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传播袁主要包括电子邮件尧远程登录尧
文件传送尧信息查询服务遥目前袁因特网已成为全球范围的

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战略目标袁如何把

公共网袁是科学研究尧商业活动和共享信息资源的重要手段袁

力农村农业发展袁成为工作的重点遥推广工作必然建立在农

也是未来野信息高速公路冶的雏形遥

业信息化的基础之上袁如何在农业推广工作中搞好农业信

1.2 通信技术

新品种尧新技术尧新成果及时推广出去袁为农民带来实惠袁助

息化服务袁建立健全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袁提高农业信息传

通信技术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遥目前袁

播水平袁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

主要通信技术有数字通信技术尧程控交换技术尧信息传输技

转化袁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尧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

术尧通信网络技术尧数据通信与数据网尧ISDN 与 ATM 技术尧

宽带 IP 技术尧接入网与接入技术等 遥
1.3 电视广播技术与数字传媒技术
[1-2]

进步袁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3]遥
2.1 网络通信传播技术的应用

网络通信是现代社会人们了解尧接受新信息的又一重

广播与电视技术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

要渠道袁这一传播技术具有信息更新快捷尧传播范围广泛尧

播送音响尧图像节目的传播媒介遥数字传媒技术主要是应

传播速度迅速等特点袁通过这一新媒体的广泛使用袁可以使

用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从事数字媒体开发尧数字媒体设

新品种尧新技术尧新成果在更大范围内更迅捷地被农民朋友

计与制作尧数字音频合成与创作尧数字影视制作尧网页设计

认识和掌握遥同时袁提供各方人员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袁开辟

与网站维护袁对广电行业的视频音频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造袁

农业研究成果从试验室到田间到市场的捷径袁使科研成果

并研究其在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应用遥

真正服务于农民尧服务于社会遥

1.4 报刊杂志
包括报纸与杂志遥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
作者简介

武新艳渊1977-冤袁女袁山西汾阳人袁副研究员遥研究方向院大
豆遗传育种及栽培技术遥
* 通信作者
收稿日期 2018-12-26

根据这一传播技术的优势袁结合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
济作物研究所的研究特点袁笔者建立了独立的网页网址袁不
仅界面简洁袁便于不太熟悉网络技术的人员操作袁而且内容
丰富多彩袁可以让农民朋友了解各类农业信息和农业知识遥
对网络定期维护和更新袁争取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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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朋友袁让他们体会到科学种植尧管理带来的便捷与更大效

动遥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将最新的科研成果

益遥另外袁开通了农作物种植与服务咨询热线袁组织有关专

制成展览面板在现场展示袁各课题和各综合试验站印发各种

家及时解答农民朋友在农作物生产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农业科技宣传资料袁带去最新审定的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良

问题尧难题袁通过与互动平台的交流与沟通达到增产增收的

品种和果树苗木遥各作物科技人员挂牌参会与农民朋友面

目的遥

对面交流袁倾听他们的意见袁了解他们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通过这一新媒体的建立和广泛使用袁在野十三五冶期间袁

共推广农作物新品种 20 余个袁其中大豆新品种 9 个袁向日
葵新品种 4 个袁花生尧小麦和谷子新品种各 2 个袁芝麻尧蓖
麻尧药材尧山药和大麻新品种各 1 个遥各种作物的个别品种

和认真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袁并为当地农民免费发放优良
品种尧优质果树苗袁散发各种技术资料遥由专家们介绍最新
的科研成果和能为当地服务的新品种尧新技术遥各专业合作
社的社长就当前生产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与专家们面对面

已经成为山西省中部地区的主推品种袁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

交流袁专家们认真回答他们提出的每个问题袁帮助他们提出

种植袁给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袁对推

解决方案[6]遥

遥

[4-5]

动山西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2.2 电视尧广播尧报刊尧杂志尧新闻报道等传播技术的应用

举办实地考察尧现场观摩活动遥通过地头讲解尧现场答
疑真正做到了做给农民看尧带着农民干袁让人们看得见尧用

利用报纸尧电视尧展览等新闻媒体和展示平台及时报道

得上尧得实惠遥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与农民专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遥在叶中

业合作协会联合举办野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日活动冶是推广

国科学时报曳叶山西日报曳叶山西农民报曳叶山西科技报曳叶农

工作的一种新尝试袁通过培训专业领头人从而带动更多的种

业信息报曳等报刊杂志宣传报道新闻稿件 36 篇袁并在山西
电视台尧汾阳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了多次报道遥

几年来袁围绕野粮食作物创高产袁经济作物创高效袁搞好

植户袁为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遥通过培训
产业带头人的做法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袁农业信息报头版
刊登了叶探索农业科研成果推广新模式曳袁对这种作法做了

小面积示范带动袁大面积连片增产冶的精神袁山西省农业科

专题报道遥

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已经形成了一个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平

2.4

示范尧展示等传播技术的应用

台和推广团队袁利用各种场所袁采取印刷资料尧制作展览版

为了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袁加快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应

面尧多媒体幻灯片等形式袁把科研成果更加形象直观地介

用袁充分发挥示范展示的带动作用袁积极探索创新思路袁加

绍给农业合作社和农村种植户遥此外袁鼓励科研和推广人员

快科技成果的推广步伐袁促进山西农业的全面发展袁建立科

撰写研究论文袁每审定 1 个新品种都会在各类报纸尧杂志尧
期刊上发表 1 篇新品种及栽培技术报告袁达到了大范围宣

技创新与示范推广有机衔接的运行机制遥根据山西省农业科
学院技术推广会的精神袁充分发挥科技综合示范作用袁加快

传新品种尧新技术的目的曰还在各级电视台做专题的新闻报

农业科技进步袁搞好创新性示范基地的要求袁利用农科院品

道袁不仅展示了新品种尧新技术袁让农民朋友更直观地了解

种和技术袁充分发挥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

相关成果袁还通过对各位技术专家的特长介绍袁让农民朋友

人才优势和研究项目在汾阳市为最适宜地区的优势袁在汾

了解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就去找什么样的专家遥通过几年的

阳市贾家庄村建立了创新性技术推广示范基地遥

努力袁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新品种尧新技术

制定了以新品种示范展示和集成简约化高产栽培模式

在广大农村有了很大的影响力遥

展示为龙头的实施方案袁辐射带动大面积高产示范遥引进国

2.3 宣讲尧咨询尧培训尧参观等传播技术的应用

内外和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新育成的新品种

本着野实际尧实用尧实效冶的原则袁农民需要什么就请什
么样的专家袁采取面对面交流尧田间地头讲解 尧现场答疑尧示

渊系冤进行适应性尧丰产性的评价与比较袁筛选出最适宜当地
种植的新品种遥在推广过程中积极依靠农技推广部门尧龙头

范等多种渠道开展技术培训遥通过集中培训尧现场传授尧电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和优势袁培育

话解答等方法缩短了科研成果推广到农民的距离袁及时解决

了一批规模化种植的高产典型[7-8]遥

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袁使农民听得懂尧用得上遥采取组织

这些措施的有机整合和顺利实施袁使一大批新品种尧新

相关生产大户及农技人员现场观摩等方式引导种植户更新

技术得到快速推广袁优化了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种植管理理念袁以优质农产品吸引加工企业联合专业合作

究所的科技创新和示范推广的资源配置袁提升了示范推广工

社袁以优价回收产品袁提高种植效益袁逐步实现循环经济遥

作的效率和社会效益袁加强了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

根据各种杂粮油料作物的品种特点袁以有自主知识产权

研究所与全国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联系袁提升了

的优良品种为主推品种袁定期举办农民技术培训会邀请各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知名度袁特别是创新

市渊区冤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人员参加袁进行技术培训袁进

性基地的建设袁它成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而联系建立示范区尧示范点遥有专人负责跟踪尧指导把新品

新品种尧新技术的展示平台袁成为与农民朋友交流的窗口遥

种和相配套的栽培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袁并在各重要生育期

3

结语

进行现场讲解与培训遥在示范点组织现场观摩活动袁起到以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袁农业现代化也有了长足的进

点带面扩大影响的作用袁带动当地其他农户真正认识的新

步袁在中央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尧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大背

品种尧新技术遥

景之下袁要紧紧围绕野三农冶问题袁不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科

举办野送科技成果下乡袁让农民群众得实惠冶的宣传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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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管理路径遥建议通过试验示范袁街道应明确 1 个优质

程冶尧农田改良工程和农业基本建设工程袁改善农业生产条

高产品种为当家品种袁1 个储备品种遥这样既确保小麦安全

件袁提高丘陵地区农业减灾尧抗灾和综合生产能力袁推进农

生产尧抵御外界不利条件袁又可以保证技术措施及时到位 遥

业生产新技术的应用袁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2]遥针对当

针对统一品种供应袁要加大财政投入袁实施良种补贴工程遥

前丘陵地区道路条件相对薄弱尧田块大小不一尧小麦机械化

具体对于确立的主推小麦品种袁街道根据种子经营户的销

作业成本大的难题袁应大力引进推广轻便尧质量优良尧性能

[1]

售情况袁实行统一补贴袁确保良种覆盖率达 100%遥另外袁在

先进尧性价比高尧农民认可的小型农业机械袁以适应山丘地

配套管理措施方面袁要积极与区农业执法部门联合袁加强区

带农民小麦生产之用袁让该地农民也获得高效机械化作业

域内种子经营户的管理袁力求达到统一品种供应袁净化种子

的便利遥

市场袁助力良种覆盖遥

3.4

3.2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袁促进实用技术及时到位

探索打造野三融合冶场地袁政策补助粮食烘干加工
积极探索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行的野三场合一冶规划袁将

针对生产人员老龄化的现实袁在 60 岁以下年龄段中袁

新建的社区休闲广场尧篮球场临时用作粮食晾晒场曰并动员

遴选一批具有一定接受能力和辐射能力的种植大户袁确立为

企业尧基层单位袁将空闲场所提供给农民晒粮遥建议通过加

稻麦科技示范户袁培育留得住尧接受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遥

大财政补贴袁放宽农业设施用地政策袁鼓励农业专业合作

每到小麦生产管理时节袁如小麦拔节期尧抽穗开花期尧病虫

社尧粮食收贮加工企业购置烘干机具袁建设粮食烘干中心袁

发生期袁组织示范户尧种植大户开展小麦生产管理观摩活

解决设备投入大麦尧小麦晾晒难的问题[3]遥针对小麦种植规

动袁使其提高直观认识袁改变传统观念袁主动应用拔节肥尧适

模较小的农户袁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粮食烘干补助袁由粮食烘

期开展小麦穗期野一喷三防冶等实用技术遥充分利用区农业

干中心统一烘干袁烘干的粮食由合作社或粮食收贮加工企

广播学校平台袁在 50 岁以下年龄段中遴选 20~30 名有志向

服务于农业的种植户袁开办成人教育班遥通过系统农业知识袁
培养农业生产新生力量袁打造农业生产高技能人才和农业
致富带头人遥
3.3 推进高标准化农田建设袁推广适用新型机械
针对农田标准化建设推进缓慢尧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的
丘陵地区袁坚持野科学规划尧集中连片尧突出重点尧整村推进冶
的原则袁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袁大力实施野沃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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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扦插日期

舒茶早
凫早 2 号
龙井 43
安吉白茶
乌牛早
山坡绿

06-10
06-16
06-18
07-09
06-12
07-11

表1
09-02
苗高 4 cm
苗高 15 cm
苗高 13 cm
苗高 3 cm
苗高 14 cm
苗高 2 cm

09-23
苗高 8 cm尧侧根 25 条尧侧根最长 4 cm
苗高 25 cm尧侧根 32 条尧侧根最长 10 cm
苗高 22 cm尧侧根 24 条尧侧根最长 9 cm
苗高 13 cm尧侧根 22 条尧侧根最长 5 cm
苗高 25 cm尧侧根 31 条尧侧根最长 9 cm
苗高 10 cm尧侧根 14 条尧侧根最长 5 cm

为 70%曰舒茶早出圃率最低袁仅为 45%遥加强对出圃后留下
的小苗管理[6]袁翌年秋季可达出圃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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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水平袁更要借助农业技术的传播渠道袁大力宣传推广
新品种尧新技术尧新成果遥实践证明袁多年来通过对农业传播
技术的合理利用袁农业传播技术不仅对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袁更推动
着当地农业更快更好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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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苗生长情况

牛早出圃率近 80%尧安吉白茶出圃率为 75%尧山坡绿出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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